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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和 《粤港澳大湾区发
展规划纲要》 的出台，三地教育合作掀起新热潮。教
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汪明说，借助粤港澳全
面合作的契机，可充分发挥三地高等教育各自优势，
构建优势互补、联系紧密、沟通高效、协调有力的教
育合作机制。

粤港澳三地高等教育资源丰富，在总量约150所高
校的布局中，香港 5 所高校跻身全球排名前 50 榜单，
澳门旅游教育等学科专业水平高居全球前列，广东高
等教育体量庞大且拥有完整的学科布局和产业链。展
望未来，三地高校合作前景无限。

为湾区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那佳说，粤港澳三地高校逾
百所，在校生超 300万人。湾区内高等教育类型丰富、
层次多样、互补性强，现代产业发展潜力巨大，为湾
区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和人才支持。

今年2月出台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

出，推动教育合作发展。支持粤港澳高校合作办学，
鼓励联合共建优势学科、实验室和研究中心。充分发
挥粤港澳高校联盟的作用。支持大湾区建设国际教育
示范区，引进世界知名大学和特色学院，推进世界一
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近年来，粤港澳高等教育合作交流机制不断完
善，签署了 《关于加强粤港高等教育交流合作备忘
录》 等系列文件，并成立多个包括高校在内的合作组
织。如粤港澳大湾区干细胞与精准医疗战略合作联
盟、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大联盟、中医药创新中心、互
联网金融联盟等。

2016 年，中山大学率先倡议，并与香港中文大学
和澳门大学共同发起粤港澳高校联盟，汇聚三地高
校，携手打造粤港澳“一小时学术圈”。

短短两年多内，粤港澳高校联盟 28所成员院校开
展了多项卓有成效的工作，包括举办年度校长论坛、
在联盟框架下成立“粤港澳高校图书馆联盟”和“粤
港澳超算联盟”、统筹各项学术交流活动及科技成果展
览，充分发挥汇聚三地高等教育资源的作用，为大湾

区内高校合作打开了新局面。

合作不断向纵深推进

粤港澳三地高校合作不断向
纵深推进，既是眼下的生动实
践，更是鼓舞人心、凝聚力量的
壮阔蓝图，正待三地找准优势，
积极谋划。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杨
润雄说，香港有多所世界知名高
校、40 多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
工程院院士、16 所国家重点实
验室和6所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香港分中心，卓越的学术及科
研水平备受国际肯定。

截至 2017 年 11 月底，香港
与内地及澳门的高校共有 1417
个正在进行的学术研究合作项

目，其中与广东省和澳门院校的学术研究合作项目多
达333项，占整体合作数目约25%。

杨润雄说，香港目前已有6所高等院校在深圳开设
产学研基地或研究院，随着大湾区的发展，香港可将
本地大学的科研成果在区内进行技术转移和商品化。

澳门大学校长宋永华说，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内进
入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行榜的高校有12所。“澳
门暂时只有澳门大学一所，在配合澳门参与大湾区建
设方面，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据广东省教育厅介绍，目前有一批港澳知名高校
达成来粤办学意向，除香港科技大学 （广州） 外，香
港城市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澳门城市大学、香港大学

（医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落户大湾区，内地正
加快谋划和推进。广东高校也正积极招收港澳学生，目
前经教育部备案可招收港澳学生的高校有54所。

同时，广东省锐意探索新机制，高起点筹设大湾
区大学、中山科技大学等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粤
港澳大湾区教师教育学院，筹划碧桂园机器人学院等
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

培养更多创新创业领军者

粤港澳三地科研合作同样大有可为。据那佳介
绍，广东省高等学校国际暨港澳台科技合作创新平台

项目于 2010 年启动，现已立项建设 78 个科研合作平
台。粤港澳联合实验室建设于 2016年启动，首批立项
建设了5家联合实验室。

深圳大学校长李清泉说，深大正联合香港理工大
学，打造创新创业教育的“升级版”。希望给师生提供
更多创新创业环境，孵化更多科研成果，培养更多创
新创业的领军者。“过去30多年，我们的办学定位是培
养特区的建设者，培养了一批优秀企业家。未来 30
年，我们要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培养大湾区建设
者，更要培养行业领导者。”

据宋永华介绍，澳门目前共有 4 所国家重点实验
室，有3所便设在澳门大学，且已与内地科研机构开展
联合实验室建设，其中一些领域的科研能力较突出。
计算机科学、工程学、药理学与毒理学、社会科学总
论和临床医学五大学科领域科研成果被引用次数国际
排名非常靠前。

宋永华认为，粤港澳三地体制机制存在一定差
异，客观上给高等教育合作深化带来一些挑战，建议
不断加强协调和磋商，乃至组建协调机构，完善沟通
机制。

在宋永华看来，大湾区高校之间应加强优势互
补、资源共享，通过机制创新，便利科研人员往来，
促进科研项目合作，推动粤港澳高校联合“引进来”

“走出去”，共同打造大湾区国际化人才高地。

2019 年 4 月 10 日至 4 月 16 日，台湾“中华两岸少
数民族文化经贸交流协会”组团在江西参访、座谈、
交流。短短一周时间，台湾少数民族同胞们对大陆民
族政策、对台政策有新的认识，对江西山水人文之美
也留下深刻印象。

水美访畲

车子离开上饶市铅山县城，便进入青山之中，左
峰右峦，茂林修竹，杂树生花。1个多小时后抵达水源
畲族乡水美村，山涧之水迎人而来，滔滔之声明人耳
目。一路上，少数民族台胞将畲族乡的山水与家乡比
照，“这里多像大霸尖山”、“这就是我家的山哩“、

“这里的水源好丰富”。
村民特意为台胞们准备了长桌宴。花莲县东昌村

的潘秀梅向记者仔细介绍当地糍粑与阿美麻薯的异
同：“很像啊，我们也做这些，但我们不是炸的，是滾
上一些粉，烤的，很好吃，如果包上红豆，就更好吃
了。”当水美村民在小广场上跳起竹竿舞，虽然山尖浓
云飘来，小雨飘洒，但台胞坐不住了，他们脱下外
套，在雨中跳起了自己的舞蹈。水美村女子也很快跟

上了台湾客人的舞步，两岸同胞牵手共舞。
参访团团长廖世杰说，这里的山水几乎和台湾新

竹、苗栗的少数民族部落一模一样，都是好山好水。
铅山县林、竹、矿产资源丰富，未来我们希望能有机
会与这里合作，也会把这里的风景民情带回台湾，让
更多乡亲了解畲族，让我们亲上加亲。

太源畲族乡党委书记徐饶英向记者介绍，畲族是
江西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铅山县是畲族主要的聚居
地，太源畲族乡是江西省 5 个少数民族乡中建乡最早
的，现在畲乡的发展方向是绿色食品、竹木加工、乡
村旅游等。水美村分新村和旧村，旧村保留了传统的
生活样貌，新村提升了村民的生活质量。虽然床位数
有限，不能对接旅行社接团，但越来越多的散客已到
访水美村，体验“静听流水喧闹，闲闻松声竹音，雨
过沐琴书韵，风来品翰墨香”的山居生活。

景德探瓷

景德镇有不少“景飘”，这其中台胞还不少。景德
镇市政协委员黎印华告诉记者，他所认识的在景德镇
从事陶瓷产业的台胞就有上百人，他们有一个微信
群，随时交换信息和各自的工作状态。近年来，他所
组织联系的景德镇赴台交流人员已有 400 多人次，马
上他们又有书画家、陶艺家要去台湾交流了。

景德镇著名的陶溪川陶瓷文化创意园区，也是海
峡两岸青年就业创业基地，曾举办海峡两岸青年创意
集市活动，台湾艺术大学、台南艺术大学等高校学生
曾在此“摆摊”展示销售自己的创意陶瓷和手工艺

品。台湾少数民族参访团到达陶溪川时，是周五的下
午，远远就见街头排起了长队，都是年轻人，大家都
好奇：他们排队干什么？一会儿答案揭晓，街两边陆
续支起铺面帐篷，原来他们排队领取周末夜市的铺面
号码。周末集市免费为年轻人提供销售平台，申请者
需要每月申请一次，产品符合文创的要求才能入选。
令记者印象深刻的是，不同于景点商铺的吆喝，卖家
都安静谦和，能和买家聊聊乾隆的十二花神杯、敦煌
的飞天造型，各家商品也很少雷同，都是卖家自己的
个性设计。一位台胞买了一个手工皮包，很满意做工
设计。

除了周末的创意市集，陶溪川还有个免费的“邑
空间”商城，也是定期筛选申请的年轻人入驻经营，
根据经营业绩或淘汰或晋级。廖世杰在与景德镇市领
导见面时提出，台湾少数民族同胞有艺术天分，有不
少独特的手艺，希望陶溪川能给台湾少数民族青年提
供一个平台，展示销售他们的产品，和大陆的艺术青
年碰撞出火花。

少数民族台胞在景德镇亲手体验了拉坯、捏雕、
彩绘，并每人彩绘了一个瓷盘，其用色和图案充满部
落色彩，太阳、三角纹、红黑或青白配色，展现了少

数民族的审美和手艺。

赣台情深

江西是大陆离台湾最近的内陆省份，台湾客人从
台北飞南昌和记者从北京飞南昌同样时间。回望30多
年前，打破两岸坚冰的台湾老兵回乡探亲大潮，在台
北拿到001号探亲证的熊光远就是江西南昌人，熊光远
和江西成为当时台媒的热词。30多年后，江西和台湾
的联系已不再是兵戎相对、“相思成灾”，而是文化、
经济的交流共享。参访团在江西的几天行程中，时时
与赣台情谊不期而遇。

傍晚时分，少数民族台胞离开畲族水美村经停鹅
湖书院，感受江西的书院文化，遥想800多年前朱熹、
陆九渊、陆九龄、吕祖谦于此地的“鹅湖之会”和辛
弃疾、陈亮的“鹅湖之晤”，书院的碑刻、匾额、楹联记载
了书院屡废屡兴的历史，有的出自帝王之手。但第一道
门的门联，在书院重修时由台湾教授蔡仁厚所撰：鹅
从天外飞来藏修游息返本开新人文化成弥宇宙/湖自地
心涌现吞吐涵容承先启后书院论道贯古今。走近书
院，“海峡两岸第11届朱子之路研习营”的横幅还悬挂
着，书院已成为台湾学者、学子常来常往之地。

据介绍，自2003年以来，江西每年举办“赣台会”，实
现赣台两地经贸对接，江西已成为大陆中部地区台资企
业主要聚集地，台资也成为江西第二大外资来源。去年，
江西出台了方便台湾创业、求学、生活的60条惠台措施。
此次参访团所到之地，常常与“台字号”相遇，赣台两地
的交流融合日渐紧密，亲情由此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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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大学鸟瞰。 （资料图片）

高教合作高教合作 大湾区掀大湾区掀““烧脑风暴烧脑风暴””
——聚焦大湾区建设系列报道之七聚焦大湾区建设系列报道之七

本报记者 张 盼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一瞥。 （资料图片）

近日，来自香港文理书院、风采中学等10余所学校的180多名学生来到革命老区江西广昌，开展“2019香
港青少年红色之旅江西行”活动。他们在为期7天的行程中赴井冈山、南昌、广昌、瑞金、赣州等地参访，近
距离学习了解江西的红色革命历史、发展变化及河山之美。

图为学生们在广昌路上红色群雕园参观。 曾恒贵摄 （人民视觉）

香港青少年江西体验红色文化

据新华社上海电（记者许晓青、
潘清） 单车游、铁路游、品茶游、潜
水游、赏鲸游、农场渔村休闲游……
一批富有浓郁台湾东部特色的休闲观
光“深度游”产品，4月19日晚在上
海神旺大酒店集中推介，受到沪上各
大旅行社及采购商欢迎。

由台湾宜兰县县长林姿妙、台东
县县长饶庆铃率领的宜兰、台东、花莲
参访团一行近日到访上海。参访团专门

举办推介会，向上海旅游同业介绍三县
丰富的旅游、农渔及宾馆饭店资源。

林姿妙说，此次宜兰、台东、花莲
三县一同来到上海，希望更多地推介三
地农产品和旅游服务，创造更大商机。

饶庆铃说，三县的旅游地理优势
明显，背靠中央山脉，面朝太平洋，
欢迎上海朋友到宜兰、台东、花莲观
光旅行。

推介会上还专门展示了桧木手工

制品、土凤梨酥、葱蛋卷、米浆饮料
等台湾当地的特色旅游纪念品，吸引
大陆采购方。

在现场，上海市旅游行业协会旅
行社分会与宜兰县观光协会、花莲县
观光协会、台东县观光协会签署了

《宜花东观光廊道旅游合作意向书》。
上海部分旅行社也与三县的旅游行业
组织签署了相关合作意向书。现场还
达成了农渔产品采购意向。

台湾三县在沪推介休闲观光“深度游”

据新华社长沙电 （记者谢樱）
“湘港澳人力资源服务对接活动”日
前在香港、澳门举行，为湖南省工业
新兴优势产业链企业提供人才和智力
支撑。

此次活动包括湖南省引才政策宣

讲、高层次产业人才引进洽谈、交流
考察学习等内容。中车集团、电广传
媒、湘潭大学等 20 家新兴优势产业
链企业及高校代表积极引智招才。同
时，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澳门
大学等港澳高校的应往届毕业生热情

参与高层次产业人才引进洽谈活动。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与香港金饭碗招聘网页有限公司、
澳门国际人才交流协会分别签署了

《湖南省海外高层次人才服务站合
作协议》，标志着湖南在香港、澳
门的海外高层次人才服务站正式建
立，将进一步搭建起人才交流合作的

“联络站”。

湖南赴港澳延揽人才湖南赴港澳延揽人才


